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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属技工院校学生艾滋病检测情况ꎬ为校内艾滋病防控工作提供数据支持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使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广州市属 １０ 所技工院校 １ １１２ 名学生进行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及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ＨＩＶ)检测情况调查ꎬ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学生主动参与 ＨＩＶ 检测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广州市属技工院校学生

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率为 １０.３％ꎮ 男性、<１８ 岁、每月生活费> ３ ０００ 元和家庭氛围较差学生的 ＨＩＶ 主动检测率(１２.１％ ~
２４.３％)高于对应组别(６.６％ ~ ８.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０７ꎬ７.２５ꎬ１０.７３ꎬ９.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１８ 岁、愿意参加相关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同性恋、支持多个性伴侣和发生过性行为等因素与学

生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广州市属技工院校学生性行为发生率较高、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率

较低ꎬ尤其是男男同性恋ꎮ 卫生和教育部门应加强学生的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和提高学生艾滋病危险感认知ꎬ提高学生检

测的覆盖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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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方向为艾滋病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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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中国青年学生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ＩＶ)
感染数量不断上升[１] ꎬ１５ ~ ２４ 岁青年学生 ＨＩＶ 感染者

净年均增长率高达 ３５％(已排除检测增加因素) [２] ꎬ高
校艾滋病疫情已成为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的突出问

题之一[３－４] ꎮ 广州市青年学生的 ＨＩＶ 感染者 / 艾滋病

(ＡＤＩＳ)病例数及所占比例也连续多年上升ꎬ涉及全市

大中专院校高达 ４７ 所[５－６] ꎮ 有研究认为ꎬ较低的 ＨＩＶ
检测率不仅不利于被检者及时了解自身感染情况ꎬ而
且不利于对感染者的随访管理和防止二代传播ꎬ加大

了学校艾滋病防控难度[７] ꎬＷＨＯ 指出自主检测有助

于青少年防控艾滋病毒[８] ꎮ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

艾滋病核心预防规划中则提出ꎬ应把艾滋病检测服务

作为减少 １５ ~ ２４ 岁人群 ＨＩＶ 感染的一项重要策略[９] ꎮ
国内对青年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咨询的研究多以高校

大学生为主[１０－１２] ꎬ尤其是高校男男性行为者[１３－１４] ꎮ
本文通过了解广州市属技工院校学生 ＨＩＶ 检测情况

及影响因素ꎬ为开展技工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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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通过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先从广州市

２２ 所市属技工院校中随机选取 １０ 所ꎬ再从 １０ 所院校

中抽取一至三年级各 １ 个班ꎬ所抽中班级的全体学生

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１ ２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

卷 １ １１２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２. ６７％ꎮ 其中男生 ６５４ 名

(５８.８％)ꎬ 女 生 ４５８ 名 ( ４１. ２％)ꎻ < １８ 岁 ７４６ 名

(６７.１％)ꎬ≥１８ 岁 ３６６ 名(３２.９％)ꎻ一、二、三年级学生

分别为 ４４５(４０.０％)、３０９(２７.８％)和 ３５８ 名(３２.２％)ꎻ
住校生 ７９６ 名(７１.６％)ꎬ非住校生 ３１６ 名(２８.４％)ꎻ家
庭所在地为城市和农村的分别为 ３７０(３３.３％)和 ７４２
名(６６.７％)ꎮ
１.２　 方法 　 采用无记名方式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调查问卷参考省教育厅“青年学生健康知识问卷”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青年学生艾滋病防

治核心知识”等相关内容ꎬ并经过课题小组研讨和单

位专家组审核ꎮ 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ꎬ艾滋

病相关知识、行为和艾滋病检测等信息ꎮ 调查经广州

市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获得

学校和调查学生同意ꎮ 调查工作人员由单位医学背

景人员组成ꎬ实施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以确保调查标

准ꎮ 在学校老师的协助下集中学生现场完成调查ꎮ
问卷填写完成后当场实施质量控制ꎬ发现逻辑错误或

缺漏等情况当场进行更正ꎮ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采

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制中心“青年学生

艾滋病防治核心知识”中的 ８ 道题ꎬ正确回答≥６ 个则

判定为艾滋病知识知晓ꎮ ＨＩＶ 检测是指调查对象于调

查实施之前主动进行过 ＨＩＶ 检测ꎮ 检测途径包括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行购买

试剂盒等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双录入数据ꎬ
经一致性检验剔除不合格问卷ꎮ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ꎮ 对一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

行为、ＨＩＶ 检测情况及途径等进行描述性分析ꎻ分类变

量资料以百分比表示ꎻ样本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ꎻ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学

生 ＨＩＶ 检测影响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主动接受 ＨＩＶ 检测情况　
技工 院 校 学 生 主 动 进 行 ＨＩＶ 检 测 率 为 １０. ３％
(１１５ / １ １１２)ꎮ 男生、<１８ 岁、每月生活费>３ ０００ 元和

家庭氛围较差学生的 ＨＩＶ 主动检测率高于对应组别

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主动接受 ＨＩＶ 检测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检测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６５４ ８５(１３.０) １２.０７ <０.０１

女 ４５８ ３０(６.６)
年龄 / 岁 <１８ ７４６ ９０(１２.１) ７.２５ <０.０１

≥１８ ３６６ ２５(６.８)
年级 一 ４４５ ５２(１１.７) １.４８ ０.４９

二 ３０９ ２９(９.４)
三 ３５８ ３４(９.５)

家庭所在地 农村 ７４２ ７５(１０.１) ０.１３ ０.７２
城市 ３７０ ４０(１０.８)

是否住校 是 ７９６ ８９(１１.２) ２.１３ ０.１５
否 ３１６ ２６(８.２)

父亲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１３３ １３(９.８) ２.５６ ０.６３
初中 ５７７ ５７(９.９)
高中 / 中专 ２７６ ２７(９.８)
大专 ６８ ９(１３.２)
本科及以上 ５８ ９(１５.５)

母亲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１９２ １７(８.９) ３.９０ ０.４２
初中 ５８１ ５８(１０.０)
高中 / 中专 ２４５ ２７(１１.０)
大专 ４４ ４(９.１)
本科及以上 ５０ ９(１８.０)

月生活费 / 元 <５００ ２５４ ２９(１１.４) １０.７３ ０.０３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５３６ ４５(８.４)
１ ００１~ ２ ０００ ２４７ ２７(１０.９)
２ ００１~ ３ ０００ ３８ ５(１３.２)
>３ ０００ ３７ ９(２４.３)

父母婚姻状况 完整 １ ００７ １０３(１０.２) ０.３１ ０.８６
离异 ８３ １０(１２.０)
丧偶 ２２ ２(９.１)

家庭氛围 很好 ７５４ ８４(１１.１) ９.７７ <０.０１
一般 ３２９ ２４(７.３)
较差 ２９ ７(２４.１)

　 注:()内数字为检测率 / ％ꎮ

２.２　 不同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学生主动接受 ＨＩＶ
检测情况比较　 “认为现在或将来自己有可能感染艾

滋病”“平时会主动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 “赞同婚前

性行为”“支持多个性伴侣” “支持一夜情”等态度、性
取向为同性恋、恋爱中和发生过性行为学生的 ＨＩＶ 主

动检测率均高于对应组别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学生主动接受 ＨＩＶ 检测率比较

知识态度行为 人数 检测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艾滋病知晓情况 知晓 ６６１ ６４(９.７) ０.７６ ０.３８

不知晓 ４５１ ５１(１１.３)
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 是 ６６０ ６２(９.４) １.５７ ０.２１
　 遥远 否 ４５２ ５３(１１.７)
认为现在或将来自己有 是 ３２６ ４３(１３.２) ４.０４ ０.０５
　 可能感染艾滋病 否 ７８６ ７２(９.２)
平时主动了解艾滋病防 是 ５９３ ９０(１５.２) ３２.０４ <０.０１
　 治知识 否 ５１９ ２５(４.８)
是否愿意参加相关预防 是 ９２５ １０３(１１.１) ３.７３ ０.０５
　 艾滋病宣传活动 否 １８７ １２(６.４)
性取向 同性恋 ３７ ９(２４.３) ８.３４ ０.０２

异性恋 １ ０１２ １０１(１０.０)
不确定 ６３ ５(７.９)

是否恋爱 是 ３２４ ４４(１３.６) ５.１７ ０.０２
否 ７８８ ７１(９.０)

是否赞同婚前性行为 赞同 ３６５ ５１(１４.０) １０.０２ <０.０１
不赞同 ２７９ ３０(１０.８)
中立 ４６８ ３４(７.３)

多个性伴侣态度 支持 １１０ ２５(２２.７) ２０.９８ <０.０１
反对 ６９１ ６６(９.６)
中立 ３１１ ２４(７.７)

一夜情态度 支持 １５２ ３０(１９.７) １７.０６ <０.０１
反对 ６０４ ５１(８.４)
中立 ３５６ ３４(９.６)

有无发生性行为 有 １３４ ３５(２６.１) ４０.９１ <０.０１
无 ９７８ ８０(８.２)

　 注:()内数字为检测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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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学生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途径 　 １１５ 名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学生中ꎬ检测途径由高至低依次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６６ 名(５７.４％)、医院 ４０ 名(３４.８％)、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４ 名(３.５％)和购买试剂盒自行检测 ５ 名

(４.３％)ꎮ
２.４　 影响学生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的因素 　 以“是否

主动进行过 ＨＩＶ 检测”作为因变量(否 ＝ ０ꎬ是 ＝ １)ꎬ将
人口学特征和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中有统计学意

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结果显示ꎬ<１８ 岁、愿意参加相关预防艾滋病宣传活

动、同性恋、支持多个性伴侣和发生过性行为等因素

与学生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学生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１１２)

常量与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常量 －０.２７ ０.４６ ０.３３ ０.５７ ０.７７
年龄 / 岁 <１８ －１.０２ ０.２６ １５.１８ <０.０１ ０.３６(０.２２ ~ ０.６０)
家庭氛围 ７.０６ ０.０３

一般 －０.４６ ０.２５ ３.３３ ０.０７ ０.６３(０.３９ ~ １.０３)
较差 ０.８３ ０.４９ ２.８５ ０.０９ ２.２９(０.８８ ~ ５.９９)

是否愿意参加相关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活动 愿意 ０.９３ ０.３４ ７.５２ ０.０１ ０.４０(０.２０ ~ ０.７７)
性取向 ６.４０ ０.０４

同性恋 １.３８ ０.６５ ４.４４ ０.０４ ３.９６(１.１０ ~ １４.２４)
异性恋 ０.３６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４９ １.４４(０.５２ ~ ３.９８)

对多个性伴侣的态度 ６.２８ ０.０４
支持 ０.８４ ０.３４ ６.２７ ０.０１ ２.３２(１.２０ ~ ４.４９)
反对 ０.３８ ０.２６ ２.１５ ０.１４ １.４７(０.８８ ~ ２.４５)

是否发生性行为 是 １.４５ ０.２６ ３１.３４ <０.０１ ４.２５(２.５６ ~ ７.０５)

　 注:年龄以≥１８ 岁为参照ꎬ家庭氛围以好为参照ꎬ是否愿意参加相关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活动以不愿意为参照ꎬ性取向以不确定为参照ꎬ对多个性伴

侣的态度以中立为参照ꎬ是否发生性行为以否为参照ꎮ

３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ꎬ技工院校学生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

率为 １０.３％ꎬ高于戴映雪等[１５－１８] 的研究结果ꎬ而低于

Ｋａｎｎ 等[１９－２１] 的调查结果ꎬ可能与技工院校学生年龄

较小、文化水平较低ꎬ对学校、老师及医护工作者的行

为指引依从性较高有关ꎮ 同时ꎬ学生性行为发生率

(１２.０５％)高于耿桂华等[２２－２４] 的调查结果ꎬ发生过性

行为学生的 ＨＩＶ 检测率 ( ２６. １％) 远高于丁亮蕾

等[１２ꎬ１５]的调查结果ꎮ 研究显示ꎬ男性、每月生活费

>３ ０００元学生的 ＨＩＶ 主动检测率较高ꎬ可能与消费层

面高、社会接触面广且不必担心检测费用有关ꎻ男生

检测率高于女生ꎬ与温萌萌等[１１ꎬ２５] 调查结果一致ꎬ可
能与男生对艾滋病风险认知较高、不怕抽血和更容易

接受 ＨＩＶ 检测服务有关[２１] ꎮ 在艾滋病态度和性行为

方面ꎬ“认为现在或将来自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和

“平时会主动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学生的 ＨＩＶ 检测

率高ꎬ说明学生对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严重性有一定

程度的认识ꎬ艾滋病的危险感认知促使主动进行检

测[１６ꎬ２６] ꎮ “赞同婚前性行为” “支持多个性伴侣” 和

“支持一夜情”等态度提示该类学生的性观念、性态度

较为开放ꎬ相对于传统性观念的学生ꎬ或许对艾滋病

咨询检测服务更容易理解或接受[２７] ꎮ 然而ꎬ男男同性

恋学生的 ＨＩＶ 检测率(３１.８％)低于广州(６５.４７％)、成
都(３５.４％)、北京(５０.０％)等地的调查结果[７ꎬ１４ꎬ２８－２９] ꎬ
提示学校内男男同性恋群体的 ＨＩＶ 检测宣教工作有

待加强ꎮ 学生进行 ＨＩＶ 检测途径由高至低依次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自行购

买试剂盒ꎮ 可能与国家卫生和教育部门要求加强艾

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和行为干预的服务工作ꎬ各地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要合理设置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ꎬ为
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提供免费咨询检测服务有

关[３０] ꎮ ４.３％的学生选择购买试剂盒自行检测ꎬ与丁

亮蕾(８.３％)等[１２ꎬ１６] 的调查结果相似ꎬ提示学生群体

对 ＨＩＶ 自检存在一定需求ꎬ学校及相关部门应予以

关注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ꎬ<１８ 岁、愿意参加

相关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同性恋、支持多个性伴侣

和发生过性行为等因素与学生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呈

正相关性ꎮ 支持多个性伴侣一定程度反映学生群体

的性活跃和性开放ꎬ其思想上也应更能接受 ＨＩＶ 检

测ꎮ 同性恋和发生过性行为群体的 ＨＩＶ 检测率较高ꎬ
与罗昊等[１３ꎬ１８ꎬ３１]调查结果一致ꎬ相对于害怕各种潜在

的社会歧视(泄露隐私 / 害怕检测结果 / 害怕在检测点

碰到熟人)和性行为话题的忌讳[３２] ꎬ该群体或许更容

易面对ꎻ而在学校的协助下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卫

生医疗机构对同性恋和发生性行为学生给予更高的

关注并开展行为干预ꎬ也是该群体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

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３] ꎮ 总的来说ꎬ技工院校学生主动进

行 ＨＩＶ 检测率不高ꎮ 由于技工院校学生文化起点不

高、自主学习和运用咨讯能力相对较弱[３３] ꎬ学校在建

立健全艾滋病防控工作机制和疫情通报制度的同时ꎬ
应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学生社团及家长等

外部力量加强艾滋病疫情的警示性教育ꎬ提高学生对

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认知[３４] ꎻ对自愿咨询检测

服务相关内容(地点、联系方式、服务内容和保密性

等) 进行广泛宣传ꎬ提高学生知晓率ꎬ 减少社会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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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３２ꎬ３５] ꎻ借助互联网平台或自助售货机等简便、谨慎

的方式开展自主快速检测ꎬ提高学生群体的 ＨＩＶ 检

测率ꎮ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调查中涉及到性倾向、

性行为等敏感问题ꎬ艾滋病受社会污名化和歧视的影

响[３６] ꎬ个别学生会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和性行为ꎬ
存在一定的应答偏倚ꎻ对学生主动进行 ＨＩＶ 检测的影

响因素分析中没有纳入人际间的关系、政策和文化环

境等变量ꎬ后续的研究有待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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